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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嫌疑人每一瞬间的心理变化

□谢哲明/口述
吴 翔 张艳丽/整理

在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嫌
疑人畏罪心理的存在，往往会使
其言行出现反复，进而使案件办
理陷入僵局。 面对这种情况，如

何抓住其每一瞬间的心理变化，
因势利导舒缓其情绪，对确保案
件成功办理尤其关键。

2014 年初， 我院在开展预防
调查中发现，某生猪屠宰公司无害
化处理的病害猪占屠宰总数的比

例高达 40%以上，远远超过国家规
定的 5‰的标准，其中申报国家专
项补贴资金的年屠宰量与其报表
数据相差近 10万头， 申报数据存
在严重造假嫌疑。 经过缜密调查，
我们发现派驻该公司履行现场检

疫职责的黎某等 3名驻场检疫员
有重大作案嫌疑， 遂果断通知 3
人及该公司负责申报补贴的刘某
到案接受讯问。

黎某等 3 名驻场检疫员和
刘某平时经常在一起，相互间保
持着密切的联系，如何在法定时
间内突破口供，成为顺利查处该
案的关键。为此，我们制定了“整
体造势、分化瓦解、集中力量、重
点突破 ”的审讯方案 。首先明确
告知谈话对象，该案已引起相关

部门高度关注，专案组已掌握大
量证据，并指出他们属于共同犯
罪，多人参与、多人知情，现在唯
一的出路就是主动交代，争取从
宽处理 ， 以此分化瓦解涉案人
员。其次是将身为驻场检疫负责
人的黎某作为重点突破对象进
行突审 。谈话之初 ，黎某表示自
己已认真履职 ， 对造假毫不知
情 。侦查员遂转移话题 ，在与其
拉家常中了解到，黎某曾经负伤
立功，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和正义

感 ， 于是侦查员抓住这个关键
点 ，对其一方面 “堵退路 ”，强调
伪造申报数据骗取国家补贴的
严重后果，持续施压，一方面“给
出路”，耐心规劝其主动交代，争
取出路。在巨大压力和悉心劝导
下， 黎某的心理防线迅速崩溃，
交代了自己伙同他人滥用职权，
在虚假申报材料上签字确认等
犯罪事实。 案件在 12 小时内即
实现突破 ，我院及时立案 ，对黎
某等 3 人采取了强制措施。

立案后，黎某畏罪心理较重，
他提供了根据屠宰公司要求制作
的虚假 《无害化处理决定书》，意
图通过书证来否认之前交代的渎
职犯罪事实。关键时刻，审讯组根
据取证组反馈的情况， 抓住黎某
的畏罪心理和侥幸心理， 积极帮
助其分析、权衡利弊，并适时出示
了取证组调取的相关书证， 黎某
最终提交了真实的 《无害化处理
决定书》，并彻底交代了在收受贿
赂后， 根据该生猪屠宰公司的要

求，虚开《无害化处理决定书》，帮
助骗取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贴专
项资金的犯罪事实。

整个侦查过程中，我们坚持供
证并重、里应外合，尤其注重抓住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及时调整侦查
思路和方向，做到以法攻心、以情
动心、以理服心，不仅提高了讯问
的效率，更重要的是使犯罪嫌疑人
心服口服，确保案件办成铁案。

（谢哲明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
区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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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宇 蔡 培

“靳局长，我来投案了。这下，我终于可以解脱了，不
用再日日夜夜担惊受怕了。”近日，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
检察院办公楼下， 面对该院反渎职侵权局局长靳波等侦
查人员，潜逃三年多的张某如释重负。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5 月， 张某在担任宿城区某
镇城管环卫服务中心城管员期间，利用受政府委托查处
违章建筑的职务便利，伙同他人先后多次收受违建户贿
赂 10 万余元，不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导致 6000 余平方
米违章建筑建设完成，严重影响了该镇违章建筑监管工
作的正常进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2013 年 5 月，宿城
区检察院以涉嫌滥用职权罪、受贿罪对该镇包括张某在
内的多名城管环卫工作人员立案侦查。随后，张某潜逃
外地。

犯罪嫌疑人张某潜逃后，该院一方面对其进行网上
追逃，另一方面，上门走访其家人亲友，希望他们敦促张
某投案。但是，一开始张某的家人并不愿意配合，且网上
追逃也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追逃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之中。

随着时间的推进， 其他犯罪嫌疑人已先后被提起
公诉，并被法院判刑，但张某仍然未到案。

侦查人员感到身上的压力越来越大。 他们利用一切
能够利用的时间收集张某以往的社会关系、活动范围、经
济往来等信息，认真分析研判，逐个甄别排除，并多次实
地走访，及时调整追逃方向。同时，侦查人员主动与公安
机关沟通，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实行网上布控，形成追逃
合力，营造高压态势。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下班时间、节
假日，上门走访张某的家人亲友，耐心讲解法律政策，晓之以理、动之以
情。随着侦查人员的一次次上门，张某家人的心理、态度慢慢改变了，从
刚开始的不愿配合到主动表态一旦与张某取得联系将努力敦促其投案。

潜逃在外的张某日子并不好过。潜逃后，张某先后躲藏在河北衡
水、唐山等地，辗转在多个建筑工地上打零工维持生活。为了不让别人
发现自己的异常，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个工地，但由于不敢使用身
份证，他只能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住在环境比较差的工棚
里。有时张某要靠回收废旧物品度日。生活上的困窘还不是最主要的，
张某要时刻承受精神上的压力，他不敢和家人、以前的同事朋友联系，
甚至不敢和人正常交往，就是受了欺负也只能自己忍受。有次他的手
机和钱包被偷，也不敢报警。在工地上干活受伤，他也不敢去正规医院
治疗，只能去小诊所包扎了事。潜逃以来，张某一听到警笛就发慌，一
看到警察就避开，甚至没有睡过一天安稳觉。三年的潜逃生活，不到四
十岁的张某上身已佝偻，满脸倦态，神情恍惚。

2016 年 5 月，在政策攻心和追逃措施的压力下，张某通过家人与
靳波取得联系，表示愿意投案。为防止张某变卦，靳波通过电话向其说
明案件性质、说透利害关系，分析其生活现状和家庭情况，劝其算好亲
情账、经济账，多为自己和家人想一想。听完靳波的规劝，张某与其约定
于 5月 31日前往宿城区检察院投案。于是，便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收不义之财，失自由之身

□本报记者 操余芳
通讯员 黄 骊 王 璐

6 月 1 日，经安徽省合肥市
检察院提起公诉，原合肥市城乡
建设委员会调研员、巢湖市大建
设指挥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
任许有刚（正处级）涉嫌受贿罪，
由安徽省合肥市中级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许有刚非
法收取他人 107 万元人民币 、5
万美元、3000 欧元、 价值 22 万
元人民币的购物卡及价值 7400
元人民币的金手镯一只，犯受贿
罪，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六个
月，并处罚金 35 万元。

为项目临时用电帮忙，
“联络人”一收就是 30 万

2006 年初， 许有刚在任合
肥市城乡建设委员会（下称合肥
市建委） 设计科技处处长期间，
认识了安徽某置业公司的董事
长刘某。当年 9 月，该公司取得
了合肥市黄山路丽苑小区及附
近两酒店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刘
某经常向许有刚征求该片土地
的开发意见，由此他们渐渐熟悉
起来。

当时，合肥市建委对外有重
点扶持的工程项目，在该类项目
建设过程中，合肥市建委会派员
担任项目联络人，主要负责与土
地、供电、供水等部门及涉及与
建委内部部门的协调，解决工程
中出现的问题。如果能成为合肥

市建委扶持的项目，那在工程建
设过程中的很多问题都能得到
很迅速的解决。2007 年 3 月，许
有刚帮助刘某将博澳丽苑小区
及两个配套酒店项目纳入了当
年合肥市建委对外重点扶持项

目中，而他被委派为该项目联络
人。

博澳丽苑小区项目开工前
需要通电，供电公司给博澳丽苑
小区及两个酒店作出了整体施
工用电方案，供电费用需要 2 亿
多元。刘某希望许有刚为该项目
解决临时用电的问题，许有刚便
联系了朋友帮刘某架设临时用
电。其后，刘某约许有刚在一个
足浴城见面 ， 俩人泡完脚临走
时，刘某拿出了一个黑色塑料袋
递给了许有刚， 里面装了 3 捆
钱，一共 30 万元。

化解劳资纠纷，“救星”
再进两捆钱

2009 年初， 刘某成立了一
家装饰公司，准备承接两个酒店
的装修工程。但刚成立的装饰公
司资质为三级，只能承担单位工
程造价 60 万元及以下建筑室
内、室外装修装饰工程（建筑幕
墙工程除外）的施工。为了让自
己新成立的装饰公司能装修自
己的酒店，该公司资质必须要达
到二级，刘某需要足够数量的技
术人员将自己的专业证书注册
在他的装饰公司。此时，他想到
许有刚曾任合肥市建委设计科
技处处长， 分管全市各类设计
院，网罗这类技术人员应该不是
难事。他找许有刚帮忙，许有刚
没让他失望。

2010 年 9 月， 刘某的置业
公司与两酒店的承建方产生了
劳资纠纷，工人堵门堵路影响了

整个工程进度， 对于刘某来说，
工程晚完工一天都是巨大的经
济损失，此时，许有刚又成了他
的救星。许有刚先后请了合肥市
建委施工队伍管理站站长和合
肥市建委主要负责人出面处理

此事，问题得到了解决，工程也
按期完工。为表示感谢，刘某送
给许有刚 20 万元。

从 2008 年至 2010 年，每年
的春节、中秋等节日，刘某都会
给许有刚几万元不等的购物卡，
这几年， 所送购物卡价值 20 万
元。2011 年 12 月许有刚调至巢
湖市工作后，刘某便再也没有送
过他钱或者购物卡。

趁巢湖大建设，他边工
作边收钱

2011 年 7 月国务院同意安
徽省撤销地级巢湖市及部分行
政区划调整，原地级巢湖市的居
巢区及庐江县并入合肥市，居巢
区改为巢湖市（县级市）。为了加
快巢湖市建设步伐， 巢湖市委、
市政府成立巢湖市大建设指挥
部， 统筹协调巢湖市大建设。12
月，合肥市委委派了八名同志去
巢湖市大建设指挥部工作，许有
刚任该指挥部副指挥长、大建办
副主任。

2012 年至 2013 年， 广厦建
设集团安徽创业公司先后在巢
湖市通过招投标，中标了巢湖山
水华庭、 滨湖景城西区二期、旗
山风景、滨湖南苑等小区建设项
目，该公司项目部经理宋某负责
承建滨湖景城西区二期工程。当
年 7 月，许有刚陪同大建设指挥
部指挥长到滨湖景城项目现场

调研，当时该公司总经理徐某提
出，市场上商品混凝土质量无法
保证，且无法及时供应，公司想

在项目地自建混凝土搅拌站。指
挥长说这个可以上会专题研究，
具体落实情况由许有刚负责。其
后的专题会议同意该项目自建
混凝土搅拌站。

许有刚亲自到巢湖双桥河

河堤上给搅拌站选址时，宋某往
许有刚车内扔了一个黑色塑料
袋，里面有现金 3 万元。宋某什
么都没说，但许有刚知道宋某是
想让搅拌站的事尽快落实下来，
并且能选个好位置。

该搅拌站位置定在工地北
侧， 属巢湖市卧牛山街道辖区。
一个周六下午，宋某找许有刚说
卧牛山街道没有按照规定的时
间完成清表让地工作，耽误了搅
拌站的按期开工，希望他能跟卧
牛山街道的领导打个招呼，把清
表让地工作推快些。这次宋某又
给他送了 5 万元现金。 第二天，
许有刚联系了卧牛山街道党工
委书记，让其抓紧解决清表让地
之事。

2012 年至 2014 年宋某送给
许有刚 24 万元和 5000 元购物
卡。同时，安徽创业公司的副总
送给许有刚 3000 欧元， 总经理
送其 5 万美元；该公司另一项目
经理送其 1.5 万元购物卡和价
值 7400 元的金手镯一只。

退得了钱，却逃不了罪

除了政府回迁房等项目工
程， 城市绿化也是一个重头戏。
中标城市街道绿化的企业中有
许有刚以前同事的同学彭某，在
绿化项目施工时，临街住户不让
施工，许有刚就出面找街道办主
任协调解决， 保证工程进度。为
了表示感谢， 彭某分别在 2013
年和 2014 年春节前分两次送其
现金 25 万元。

当收钱成了一种习惯时，他
的神经似乎一点都不敏感了。当
他交代自己收受哪些人的钱财
时，有一个行贿者他只记得人家
姓什么却不记得全名了……

2014 年 7 月初， 巢湖市重
点工程管理局局长丁传圣因涉
嫌受贿被调查，这让许有刚心神
不安起来， 他开始向行贿者退
钱。许有刚陆续退还行贿人 35.5
万元人民币、5 万美元、 购物卡
1.5 万元和金手镯一只。案发后，
许有刚已退回全部赃款物。如他
所说，他不差钱，“即便我什么都
不干 ， 光享受我父亲留下的财
产，就能过得很好了”。而今，他
在铁窗之中担心自己 80 岁的母
亲若生病了可怎么办，孩子还未
参加工作又该怎么办……

一个不差钱的官员 ,就这样
稀里糊涂地被 “收钱的习惯”拉
下了水 ,虽然案发后他已退缴了
全部赃款 ,可仍然逃脱不了法律
的惩罚。

承办该案的检察官介绍，职
务犯罪嫌疑人接受了请托人的
财物后，往往在案发前出于种种
原因，又将财物退还给请托人或
上交给有关部门，而在受贿被立
案查处后，被告人和辩护人都会
以该款已退还或上交，提出不构
成受贿罪的辩解。根据相关法律
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
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
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
上交的， 不影响认定受贿罪。而
在本案中，许有刚并非是在收受
贿赂后认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
性而及时予以退还，而是在得知
巢湖市原重点工程管理局局长
丁传圣被查处后，担心自己收钱
的事情败露，其退还钱款只是为
了掩饰自己的受贿行为，因此不
影响其受贿罪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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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建：本院受理凌宏雄诉你民间借贷一案，现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凯、张勤、张琳、河南申酉置业有限公司、栾川凯悦
龙泊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素霞、卫川分别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两案，现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审判庭人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和 30日，分别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10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开审理。逾
期依法审理。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东风：本院受理邹林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向你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人员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公告
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
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永清县人民法院

洛阳创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范松贤、杨
宏伟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豫 0303 民初 611 号案件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则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满后 15 日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创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影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任海峰诉你方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03 民初 612 号案件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则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满后 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洛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洛阳创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影视传媒集团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王嫩娟、 杨宏伟诉你方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03 民初 991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则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满后 15日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洛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王愉乐、潘磊磊：本院受理宋小兵诉你们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303 民初
118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王愉乐偿还原告借款 10000 元，
潘磊磊对此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席卫东、洛阳市华海汽车销售有限责任公司：本院受

理权利民诉你们及阴晖丽、解海宝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
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 9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九号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刘清云、刘淑庚：本院受理周景业与刘淑珍、刘淑芹、
刘清云、刘淑庚物权确认纠纷一案，法向你们送达河北省
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沧民终字第 3748 号民事裁
定书、举证及应诉通知书、民事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
公告之日 60日即为送达。答辩与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于 2016 年 9 月 29 日 9 时在本院小赵庄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依法判决。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北京荣方建业贸易中心：本院受理中铁十七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与被告刘振国、 第三人北京荣方建业贸易
中心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已审结。并已依法向原、被告
送达（2014）新民初字第 1819号民事裁定书。中铁十七局集
团第二工程有限公司不服裁定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民事上诉状，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小赵庄法庭领
取，逾期则为送达。 河北省沧州市新华区人民法院

崔傈傈： 本院受理马飞诉你和张清海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现向你公告送达 （2016）冀 0321 民初 189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八道河法庭领
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秦皇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崔广、王秀娟：本院受理绳建民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纠纷二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偿还本金 8000
元及利息；偿还本金 75000 元及利息）、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司法公
开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
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道河法庭公开合并审
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逯海田： 本院受理张宏裕诉你民间借贷纠纷纠纷一
案，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偿还本金 24000 元及逾
期利息）、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
风险提示书、司法公开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八道河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张英梅、周红梅、薛磊、刘玉生：本院受理山东张店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4)张商初字第 920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逾期则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锋、李文轩、许继忠、昝志永、张倩、毕猛、王晓冬：本院

受理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张商初字
第 129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日 60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
取，逾期则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沈薇： 本院受理柏正华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既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
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于铁成、孙婷婷、于宁宁、于晓勇、于立俊、李贤春、战辉：
本院受理山东张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张商
初字第 92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 60 日内来本院民四
庭领取，逾期则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创丰经贸有限公司、 山东世纪德润置业有限公司、
郑梅、齐金义、李胜林：本院审理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园
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张商初字第 12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众福达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淄博众悦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淄博众福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李文奇、李三泉、黄学东、徐淑惠、李洪林：本院审理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
向你们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
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追加被告通知书。自公告日起 60 日
即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
举证期满后第 3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
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众智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淄博众悦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李志来、董云翠、黄学东、徐淑惠、李洪林、淄博众
福雷克萨斯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现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追加被告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即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周媛媛、赵永：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分行诉你们、淄博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5）张商初字第
17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刘焕军、石宝芳：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淄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张商初字第 200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正仁牧业有限公司、 山东依文夸克服饰有限公司：
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及淄
博宏旺清真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于帅、于孝滨、翟映辉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张商初
字第 2127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顺宝物流有限公司、淄博樽丰商贸有限公司、王君、

冯占锋、周秀丽：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张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15）张商初字第 213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清、郭传民：本院审理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

博张店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一案，依法向你们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
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
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任健、魏树梅、淄博信通担保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审理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
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冯玲娥、陈朝辉：本院审理淄博润祥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

你们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审判庭五楼）公开审
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曹大禹、山东泛亚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淄博分公司：本院
审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西城支行诉你们信用卡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徐学芹、张云峰、山东泛亚达融资担保有限公司淄博分公

司： 本院审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西城支行诉你们信
用卡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审判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裁判。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淄博固力钢绳销售有限公司、成兴忠、王汉芳：本院受理

黄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授权委托书、法人身份证明书及
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刘守孝：本院受理王芳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授权委托书及诉
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4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王贵生、孙红、孙兆全、梁爱姝、山东恒益达化工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杨明忠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授权委托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0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康、张丽美：本院受理张衍海诉你们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授权委托书及诉讼风险提示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2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
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徐俊、孙晓花：本院受理宋晓梅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院（2015）张民初字第 1864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508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徐俊、孙晓花：本院受理孙卫志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院（2015）张民初字第 190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508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许丽华、张拥军、山东好邦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胡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我
院（2015）张民初字第 24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508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杨金升：本院受理周魏秋菊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2015）张民初字第 32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508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敏、周利：本院受理周晓龙诉被告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我院（2015）张民初字第 1231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事审判一庭
508 室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淄博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济南同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步晴晴：本院受理山东步远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

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翟克萌、张成刚、淄博福岛园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既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丽华、张敬宇：本院受理浙江颐景园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淄博分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既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李培培、景维霞、淄博福岛园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既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和 30 日内。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店思雨情量贩式歌厅、王翠：本院受理孟杨诉你合同
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授
权委托书、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既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
二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原告孟倩、张嘉倪、董璇、刘敏、张燕、熊乃瑾诉淄博一美

天成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侵犯肖像权纠纷 6 案， 淄博市张
店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并立案执行。执行判决主要内容：自判
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淄博一美天成整形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在全国发行报纸上对未经许可使用原告孟倩、张嘉倪、董璇、
刘敏、张燕、熊乃瑾肖像一事赔礼道歉，致歉内容须经法院审
核。逾期不执行，则由法院选择一家全国发行报刊，刊登判决
主要内容，刊登费用由被告淄博一美天成整形美容医院有限
公司承担。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张文钢、淄博福岛园林有限公司：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授权委托书、开庭
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既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依法缺席判决。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郑 文：我院执行何晋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我院已
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你名下位于张店区怡海世家 6 号楼 8 单
元 2 层西户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格为 59.56 万元，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评估报告书。如你对本评估报告书有异议，自公
告送达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我院书面提出，逾期我院将依法
拍卖。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

营口市东方建筑安装工程公司：本院受理易德洪诉你单
位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法庭公开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辽宁省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

李蚌蚌：本院受理徐广福与你同居关系子女抚养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蒙民一初字 004321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亳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蒙城县人民法院

霍南南、霍同海：本院受理陈顺欣诉你俩与车冬等身体
权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2016）皖 1126 民初
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滁州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凤阳县人民法院

王新路：本院受理胡美丽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答辩状、开庭传票、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湖北省罗田县人民法院
翟德明：本院受理济宁市兴澳物资有限公司诉你、曲阜

华立工程有限公司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鲁 0881 民初 23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四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

吉安市今世缘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江苏今世缘酒业
销售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5）涟商初字第 119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起 60 日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李旭玲、苗治军：本院受理张培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长民初字第 02181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许昌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发生法律效力。判决两被告自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偿还张培借款本金 5 万元并支付利息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 ，

自 2013 年 9 月 25 日计算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受理费 1050 元，由你们负担。 河南省长葛市人民法院

刘相喂： 本院受理李德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冀 0425 民初 30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邯郸市中级人
民法院。 河北省大名县人民法院

苏艳云：关于原告李克圣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豫 1402 民初 62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平台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秦松：本院受理金牛区圣德建材经营部诉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九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商林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
决。 河北省献县人民法院

王志远： 本院受理李永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新民二初字第 293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
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韩荣、彭学院：本院受理杨芳诉韩荣、彭学院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杨芳提起上诉，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
本。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肖永军：本院受理陈先高诉你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

一案，现向你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答辩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马文革、徐华海：本院受理赵保丽诉你婚约财产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
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定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 11 时在本院韩集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
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张东红：本院受理高九玲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10 时在本院韩集
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崔小妮：本院受理郭小旦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 2016 年 10 月 13 日 9 时在
本院韩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袁自梅、秦立冬：本院受理袁自梅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 11 时在本院韩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陈小翠：本院受理李新伟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定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 10 时
在本院韩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陈雷、陈殿玉：本院受理马强诉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定于 2016 年 10 月
12 日 9 时在本院韩集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魏海雷：本院受理王红丽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新民初字第 13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驻马店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新蔡县人民法院
徐玉秋、曹新文：本院受理刘清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己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422 民初 669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徐玉秋、曹新文：本院受理刘清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己审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422 民初 670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
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白玉建：本院受理史家中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五审判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程高： 本院受理李道永诉你与张道合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中州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明：本院受理李坤诉你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5）商梁民初字第 5140 号民事判决书、（2015）
商梁民初字第 5140 号民事裁定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明：本院受理万国正诉你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 （2015） 商梁民初字第 5139 号民事判决书、
（2015）商梁民初字第 5139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李桂珍：本院受理张承军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鲁 0982 民初 114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陆坚江： 本院受理王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新商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

段恕竑： 关于倪春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鄂 1124 民初 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人民法院
项鹏：关于钱兴平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5）鄂英山民初字第 00375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黄冈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人民法院

徐利亚、徐春雷：本院受理瞿庆华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
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们连带归还原告借款 155000
元并承担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大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徐祝礼、陆洪：本院受理董友飞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
及开庭传票。 原告起诉要求你们连带归还原告借款 56 万元
并承担利息。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
下午 3 时在本院大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刘夕阳、涟水县东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本院受理陈

明芳、陈志祥分别与你及刘长静民间借贷纠纷二案，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大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梁小友：本院受理张丽与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
起诉要求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大东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
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朱清磊、淮安明治屋精品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金
凤与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
们给付货款 26770 元。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在本院大东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杨从亭：本院受理胡金虎与你合伙协议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起诉要求你归还货款 21000 元，承担违约金等损
失。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 2016 年 9 月 27 日下午 3 时
在本院大东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江苏省涟水县人民法院
刘彩荣： 本院受理田启良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结。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豫 1402 民初 554 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内向本院白云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商丘市
中级人民法院。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郝全：本院受理沽源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诉你与张金妃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盖淖法庭公开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郝晓月：本院受理王蕾诉你离婚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3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盖淖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张秀枝：本院受理白凤祥诉你婚约财产纠纷一案，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盖淖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河北省沽源县人民法院

贾旭业、任水彩：本院受理赵金鹏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豫 0781 民初 486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新乡市中级人民法
院。 河南省卫辉市人民法院

刘德山：本院受理乔万胜申请执行你履行本院（2014 ）庄民小
字第 2594 号民事判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陈立刚：本院受理于春华申请执行你履行本院（2014 ）庄民初

字第 5000 号民事判决婚姻家庭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毕从敏：本院受理毕延民申请执行你履行本院（2015 ）庄民初

字第 2007 号民事判决追偿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
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孙永刚、于海：本院受理庄河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

河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履行本院（2015）庄民初字第 6492 号民事判决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
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史德孝、李吉刚、史兴凯、于洪涛：本院受理庄河市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庄河支行申请执行你们履行（2014 ）庄民初字
第 2072 号民事判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冯世伟：本院受理庄河市畅通汽车销售有限公司申请执行你

履行（2014）庄民初字第 1983 号民事判决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 、报告财产令 、民事裁定书 （冻结 、扣划存
款）。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张明军：本院受理曹文艺申请执行你履行（2015 ）庄民初字第
2753 号民事判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执行通知
书、报告财产令。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韩秀财、韩秀生：本院受理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大连

分公司申请执行你们履行（2015）庄民初字第 1360 号民事判决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皮远彪：本院受理陈璇芷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6）鄂 1087 民初 11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 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荆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贾成熊：本院受理陈菊诉你离婚一案已审结。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6）鄂 1087 民初 39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 水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荆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法院

赵林：本院受理董华北诉你 、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公司 、
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公司翠竹苑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结 。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公司 、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
公司翠竹苑分公司向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上诉请求 ：1 、撤销一审判决或将本案
发回重审；2、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赵林：本院受理孙阳林诉你、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公司、宿

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公司翠竹苑分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公司 、宿州市淮光房地产开发
公司翠竹苑分公司向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 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 。上诉请求 ：1 、撤销一审判决或将本案
发回重审；2 、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安徽省宿州市 桥区人民法院
李建中：本院受理王如意、张平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南省睢县人民法院
李凯丽： 本院受理孙伯涛诉你离婚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诉讼风险提示书 、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 （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柳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河北省固安县人民法院
江苏讯诚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杨昌华诉你委托

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 3 日 8：30（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
判决。 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

杨亚峰、胡金霞：本院受理胡昌庆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相关证据、 应诉及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4 ：30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三魁小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依法判决。 浙江省泰顺县人民法院


